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003912.X

(22)申请日 2020.01.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5359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15

(73)专利权人 阿普尔顿特种玻璃（太仓）有限公

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陆渡镇

三港工业区

(72)发明人 钟丽莎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智品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345

代理人 乔静

(51)Int.Cl.

C03C 17/32(2006.01)

B24B 29/02(2006.01)

B24B 41/02(2006.01)

B24B 41/04(2006.01)

B24B 47/12(2006.01)

B08B 11/00(2006.01)

B08B 3/08(2006.01)

B08B 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447427 U,2010.05.05

CN 208357314 U,2019.01.11

CN 209380493 U,2019.09.13

CN 206966277 U,2018.02.06

CN 104556721 A,2015.04.29

CN 110606666 A,2019.12.24

CN 204824611 U,2015.12.02

审查员 王公领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玻璃镀膜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

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所述清洗管的上

方位于两端位置处分别开设有酒精管接头和清

水管接头，且清洗管的下方呈等距安装有若干喷

头，所述清洗罩的上方安装有带动第一移动轮运

作的传动结构，且清洗罩的下表面安装有抛光结

构。本发明工序简单，通过清洗部分对玻璃表面

的油脂进行自动清理，同时在抛光结构的作用下

对玻璃表面进行抛光处理，保证了玻璃表面的洁

净和平整，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避

免在镀膜时因油脂或平整度问题导致镀膜后玻

璃与膜之间的键结强度不够的问题，保证了镀膜

的品质，镀膜后通过红外加热管对其表面进行照

射，缩短了时间的同时提高了键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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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包括第一输送机(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输

送机(1)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输送机(4)，且第一输送机(1)的上表面设置有清洗部分，所述第

一输送机(1)的下方设置有废水箱(2)，且第一输送机(1)的上方位于清洗部分的一侧设置

有干燥部分，所述第二输送机(4)的上方设置有镀膜箱(5)；

所述清洗部分包括两条平行设置的“I”形轨道(6)，两条所述轨道(6)的上方设置有清

洗罩(8)，所述清洗罩(8)的内侧位于一端位置处设置有于轨道(6)的外侧滚动相连的第一

移动轮(12)，且清洗罩(8)的内侧远离第一移动轮(12)的一端设置有于轨道(6)的外侧滚动

相连的第二移动轮(13)，所述清洗罩(8)的一侧固定有清洗管(9)，所述清洗管(9)的上方位

于两端位置处分别开设有酒精管接头(11)和清水管接头(10)，且清洗管(9)的下方呈等距

安装有若干喷头，所述清洗罩(8)的上方安装有带动第一移动轮(12)运作的传动结构(7)，

且清洗罩(8)的下表面安装有抛光结构(14)，所述清洗罩(8)的下表面固定有与抛光结构

(14)中滑轨(142)滑动相连的滑槽(15)；

所述干燥部分包括干燥箱(24)，所述干燥箱(24)的上表面嵌入安装有风机(16)，且干

燥箱(24)的下表面安装有加热管(17)；

所述镀膜箱(5)的内侧  位于进料端的位置处固定有喷液管(23)，且镀膜箱(5)的内侧

位于出料端的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其中段的加热支架(20)，所述加热支架(20)的内侧均匀

设置有红外加热管(21)，所述镀膜箱(5)的外侧固定有镀膜液存储箱(18)，且镀膜箱(5)的

一侧位于镀膜液存储箱(18)的一侧位置处安装有PLC控制器(3)，所述  镀膜液存储箱(18)

的一侧嵌入设置有贯穿镀膜箱(5)与喷液管(23)相连通的导液管(19)，所述喷液管(23)的

下方设置有雾化喷嘴(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结

构(7)包括伺服电机(71)，所述伺服电机(71)通过支座安装于清洗罩(8)的上表面，且伺服

电机(71)的传动端连接有传动齿轮(79)，所述传动齿轮(79)的一侧设置有与其相连的从动

齿轮(78)，所述从动齿轮(78)的表面贯穿设置有从动杆(72)，所述从动杆(72)的两端均通

过轴承座(73)固定于清洗罩(8)的上表面，且从动杆(72)的两端均贯穿轴承座(73)连接有

主动盘(77)，所述主动盘(77)的下方对应第一移动轮(12)的位置处设置有从动盘(75)，所

述从动盘(75)的一端固定有转杆(74)，且从动盘(75)与主动盘(77)之间通过皮带(76)转动

相连，所述转杆(74)的一端贯穿清洗罩(8)与第一移动轮(12)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齿

轮(79)与从动齿轮(78)啮合相连，且传动齿轮(79)与从动齿轮(78)的齿牙处均涂抹有润滑

油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结

构(14)包括与滑槽(15)滑动相连的滑轨(142)，所述滑轨(142)的下方固定有筒体(148)，所

述筒体(148)的上方位于滑轨(142)的一侧位置处固定有连接座(144)，且筒体(148)的一端

安装有调速电机(145)，所述筒体(148)远离调速电机(145)的一端设置有抛光板(1410)，且

筒体(148)的一端贯穿设置有与抛光板(1410)相连的活动杆(146)，所述筒体(148)的两端

与活动杆(146)的相连处均开设有贯穿孔(147)，所述抛光板(1410)的下方设置有玻璃抛光

片(149)，所述筒体(148)的内部设置有转轴(1411)，所述转轴(1411)的一端贯穿筒体(148)

与调速电机(145)的传动轴相连，且转轴(1411)的中段套接固定有斜圆盘(1412)，所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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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46)的外部位于斜圆盘(1412)的下方位置处套接固定有套筒(1416)，所述套筒(1416)

的上方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斜圆盘(1412)一侧的第一摆动杆(1413)，且套筒

(1416)的上方位于另一端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斜圆盘(1412)另一侧的第二摆动杆(1414)，

所述套筒(1416)的下方设置有限位块(1415)，所述连接座(144)的前侧设置有电动推杆

(143)，所述电动推杆(143)通过固定座(141)固定于清洗罩(8)的一侧，且电动推杆(143)的

伸缩端与连接座(144)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板

(1410)的下表面固定有魔术子贴，所述玻璃抛光片(149)的上表面设置有绒毛，且玻璃抛光

片(149)与抛光板(1410)之间通过魔术贴合绒毛粘合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贯穿孔

(147)的内侧设置有橡胶圈，橡胶圈的表面开设有与活动杆(146)相适配的通孔。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

(148)的下表面对应限位块(1415)的位置处开设有通槽，通槽的长度是限位块(1415)的四

倍，且通槽的宽度与限位块(1415)的厚度相适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液管

(19)的进水端贯穿镀膜液存储箱(18)并延伸至其内部，且导液管(19)的中段连接有水泵。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输

送机(1)与第二输送机(4)均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且第一输送机(1)的出料端衔接第二输送

机(4)的进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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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玻璃镀膜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镀膜是利用特殊化学手段，在汽车玻璃表面形成上一层厚度只有几纳米的疏

水涂层，这层膜具有超强的滑水性，使水滴无法形成干扰人视线的不规则水膜，同时能使落

在玻璃表面的灰尘、油污、虫胶等很容易被清洗掉。

[0003] 但是目前玻璃镀膜时需要人工对玻璃表面的油脂进行清洗，人工清洗速度较慢，

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同时增加了人工成本，另外玻璃表面的平整度也大大影响了镀膜的

品质。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

包括第一输送机，所述第一输送机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输送机，且第一输送机的上表面设置

有清洗部分，所述第一输送机的下方设置有废水箱，且第一输送机的上方位于清洗部分的

一侧设置有干燥部分，所述第二输送机的上方设置有镀膜箱；

[0006] 所述清洗部分包括两条平行设置的“I”形轨道，两条所述轨道的上方设置有清洗

罩，所述清洗罩的内侧位于一端位置处设置有于轨道的外侧滚动相连的第一移动轮，且清

洗罩的内侧远离第一移动轮的一端设置有于轨道的外侧滚动相连的第二移动轮，所述清洗

罩的一侧固定有清洗管，所述清洗管的上方位于两端位置处分别开设有酒精管接头和清水

管接头，且清洗管的下方呈等距安装有若干喷头，所述清洗罩的上方安装有带动第一移动

轮运作的传动结构，且清洗罩的下表面安装有抛光结构，所述清洗罩的下表面固定有与抛

光结构中滑轨滑动相连的滑槽；

[0007] 所述干燥部分包括干燥箱，所述干燥箱的上表面嵌入安装有风机，且干燥箱的下

表面安装有加热管；

[0008] 所述镀膜箱的内位于进料端的位置处固定有喷液管，且镀膜箱的内侧位于出料端

的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其中段的加热支架，所述加热支架的内侧均匀设置有红外加热管，

所述镀膜箱的外侧固定有镀膜液存储箱，且镀膜箱的一侧位于镀膜液存储箱的一侧位置处

安装有PLC控制器，所镀膜液存储箱的一侧嵌入设置有贯穿镀膜箱与喷液管相连通的导液

管，所述喷液管的下方设置有雾化喷嘴。

[0009]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传动结构包括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通过支

座安装于清洗罩的上表面，且伺服电机的传动端连接有传动齿轮，所述传动齿轮的一侧设

置有与其相连的从动齿轮，所述从动齿轮的表面贯穿设置有从动杆，所述从动杆的两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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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轴承座固定于清洗罩的上表面，且从动杆的两端均贯穿轴承座连接有主动盘，所述主

动盘的下方对应第一移动轮的位置处设置有从动盘，所述从动盘的一端固定有转杆，且从

动盘与主动盘之间通过皮带转动相连，所述转杆的一端贯穿清洗罩与第一移动轮相连。

[0010]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传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相连，且传动齿轮与

从动齿轮的齿牙处均涂抹有润滑油脂。

[0011]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抛光结构包括与滑槽滑动相连的滑轨，所述滑

轨的下方固定有筒体，所述筒体的上方位于滑轨的一侧位置处固定有连接座，且筒体的一

端安装有调速电机，所述筒体远离调速电机的一端设置有抛光板，且筒体的一端贯穿设置

有与抛光板相连的活动杆，所述筒体的两端与活动杆的相连处均开设有贯穿孔，所述抛光

板的下方设置有玻璃抛光片，所述筒体的内部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的一端贯穿筒体与调

速电机的传动轴相连，且转轴的中段套接固定有斜圆盘，所述活动杆的外部位于斜圆盘的

下方位置处套接固定有套筒，所述套筒的上方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斜圆盘一侧的

第一摆动杆，且套筒的上方位于另一端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斜圆盘另一侧的第二摆动杆，

所述套筒的下方设置有限位块，所述连接座的前侧设置有电动推杆，所述电动推杆通过固

定座固定于清洗罩的一侧，且电动推杆的伸缩端与连接座相连。

[0012]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抛光板的下表面固定有魔术子贴，所述玻璃抛

光片的上表面设置有绒毛，且玻璃抛光片与抛光板之间通过魔术贴合绒毛粘合固定。

[0013]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贯穿孔的内侧设置有橡胶圈，橡胶圈的表面开

设有与活动杆相适配的通孔。

[0014]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筒体的下表面对应限位块的位置处开设有通

槽，通槽的长度是限位块的四倍，且通槽的宽度与限位块的厚度相适配。

[0015]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导液管的进水端贯穿镀膜液存储箱并延伸至其

内部，且导液管的中段连接有水泵。

[0016]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输送机与第二输送机均处于同一水平高

度，且第一输送机的出料端衔接第二输送机的进料端。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设计巧妙，工序简单，通过清洗部

分对玻璃表面的油脂进行自动清理，同时在抛光结构的作用下对玻璃表面进行抛光处理，

保证了玻璃表面的洁净和平整，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避免在镀膜时因油脂或

平整度问题导致镀膜后玻璃与膜之间的键结强度不够的问题，保证了镀膜的品质，镀膜后

通过红外加热管对其表面进行照射，缩短了时间的同时提高了键结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中清洗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中传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中抛光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中抛光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中镀膜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第一输送机；2、废水箱；3、PLC控制器；4、第二输送机；5、镀膜箱；6、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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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动结构；71、伺服电机；72、从动杆；73、轴承座；  74、转杆；75、从动盘；76、皮带；77、主动

盘；78、从动齿轮；79、传动齿轮；8、清洗罩；9、清洗管；10、清水管接头；11、酒精管接头；12、

第一移动轮；13、第二移动轮；14、抛光结构；141、固定座；142、滑轨；143、电动推杆；144、连

接座；145、调速电机；146、活动杆；147、贯穿孔；148、筒体；149、玻璃抛光片；1410、抛光板；

1411、转轴；1412、斜圆盘；1413、第一摆动杆；1414、第二摆动杆；1415、限位块；1416、套筒；

15、滑槽；  16、风机；17、加热管；18、镀膜液存储箱；19、导液管；20、加热支架；  21、红外加热

管；22、雾化喷嘴；23、喷液管；24、干燥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请参阅图1～6，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玻璃生产的快速镀膜装置，包括第一输

送机1，第一输送机1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输送机4，且第一输送机  1的上表面设置有清洗部

分，第一输送机1的下方设置有废水箱2，且第一输送机1的上方位于清洗部分的一侧设置有

干燥部分，第二输送机4的上方设置有镀膜箱5；

[0026] 清洗部分包括两条平行设置的“I”形轨道6，两条轨道6的上方设置有清洗罩8，清

洗罩8的内侧位于一端位置处设置有于轨道6的外侧滚动相连的第一移动轮12，且清洗罩8

的内侧远离第一移动轮12的一端设置有于轨道6 的外侧滚动相连的第二移动轮13，清洗罩

8的一侧固定有清洗管9，清洗管9 的上方位于两端位置处分别开设有酒精管接头11和清水

管接头10，且清洗管9的下方呈等距安装有若干喷头，清洗罩8的上方安装有带动第一移动

轮12  运作的传动结构7，且清洗罩8的下表面安装有抛光结构14，清洗罩8的下表面固定有

与抛光结构14中滑轨142滑动相连的滑槽15；

[0027] 传动结构7包括伺服电机71，伺服电机71通过支座安装于清洗罩8的上表面，且伺

服电机71的传动端连接有传动齿轮79，传动齿轮79的一侧设置有与其相连的从动齿轮78，

从动齿轮78的表面贯穿设置有从动杆72，从动杆72的两端均通过轴承座73固定于清洗罩8

的上表面，且从动杆72的两端均贯穿轴承座73连接有主动盘77，主动盘77的下方对应第一

移动轮12的位置处设置有从动盘75，从动盘75的一端固定有转杆74，且从动盘75与主动盘

77之间通过皮带76转动相连，转杆74的一端贯穿清洗罩8与第一移动轮  12相连，操作时将

待镀膜玻璃放置在第一输送机1的上方，启动设备，第一输送机1将待镀膜玻璃输送至中段

位置处，此时伺服电机71运作带动传动齿轮79转动，传动齿轮79与从动齿轮78啮合相连，且

传动齿轮79与从动齿轮78的齿牙处均涂抹有润滑油脂，因此从动齿轮78会随传动齿轮79的

转动而旋转，进一步从动齿轮78在旋转的同时会带动主动盘77转动，而主动盘  77通过皮带

76带动从动盘75转动，进而从动盘75在旋转的同时通过转杆  74带动第一移动轮12在轨道6

上移动，从而实现清洗罩8的移动，当清洗罩8移动至待镀膜玻璃的起始端时，连接酒精管接

头11的外部设备向清洗管9  内部输送酒精，酒精通过喷头均匀的喷射在玻璃表面，可以对

其表面的油脂进行有效去除，待清理干净后清水通过清水管接头10输入清洗管9内部，通过

喷头均匀的喷射在玻璃表面，保证玻璃表面的洁净，提升镀膜的品质。

[0028] 抛光结构14包括与滑槽15滑动相连的滑轨142，滑轨142的下方固定有筒体148，筒

体148的上方位于滑轨142的一侧位置处固定有连接座144，且筒体148的一端安装有调速电

机145，筒体148远离调速电机145的一端设置有抛光板1410，且筒体148的一端贯穿设置有

与抛光板1410相连的活动杆  146，筒体148的两端与活动杆146的相连处均开设有贯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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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抛光板1410 的下方设置有玻璃抛光片149，筒体148的内部设置有转轴1411，转轴1411 

的一端贯穿筒体148与调速电机145的传动轴相连，且转轴1411的中段套接固定有斜圆盘

1412，活动杆146的外部位于斜圆盘1412的下方位置处套接固定有套筒1416，套筒1416的上

方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斜圆盘1412  一侧的第一摆动杆1413，且套筒1416的上方

位于另一端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斜圆盘1412另一侧的第二摆动杆1414，套筒1416的下方设

置有限位块1415，连接座144的前侧设置有电动推杆143，电动推杆143通过固定座141固定

于清洗罩8的一侧，且电动推杆143的伸缩端与连接座144相连，清洗罩8位于玻璃的正上方

时，调速电机145运作，调速电机145运作后带动转轴1411  旋转，而斜圆盘1412的不规则性

使得其在转动过程中左右摇摆，左右摇摆中会带触发第一摆动杆1413和第二摆动杆1414，

进而带动活动杆146左右快速往复运动，活动杆146的运动会带动玻璃抛光片149实现同样

运作，玻璃抛光片149贴合于玻璃上方，从而实现表面抛光的效果，在抛光的同时，电动推杆

143通过连接座144带动筒体148沿滑槽15的前后方向移动，从而实现地毯式打磨，保证玻璃

表面的平整，光滑，为优质镀膜提供前提。

[0029] 抛光板1410的下表面固定有魔术子贴，玻璃抛光片149的上表面设置有绒毛，且玻

璃抛光片149与抛光板1410之间通过魔术贴合绒毛粘合固定，可以起到便于更换的效果。

[0030] 贯穿孔147的内侧设置有橡胶圈，橡胶圈的表面开设有与活动杆146相适配的通

孔，使得活动杆146可以稳定作往复运动。

[0031] 筒体148的下表面对应限位块1415的位置处开设有通槽，通槽的长度是限位块

1415的四倍，且通槽的宽度与限位块1415的厚度相适配，起到限位导向效果。

[0032] 干燥部分包括干燥箱24，干燥箱24的上表面嵌入安装有风机16，且干燥箱24的下

表面安装有加热管17，清洗干净的玻璃继续通过第一输送机1输送，在输送至干燥箱24时，

风机16将加热管17运作时产生的热量吹向比玻璃表面，可以起到快速干燥的效果，节约了

时间，提升了镀膜效率。

[0033] 镀膜箱5的内位于进料端的位置处固定有喷液管23，且镀膜箱5的内侧位于出料端

的位置处固定有延伸至其中段的加热支架20，加热支架20的内侧均匀设置有红外加热管

21，镀膜箱5的外侧固定有镀膜液存储箱18，且镀膜箱5的一侧位于镀膜液存储箱18的一侧

位置处安装有PLC控制器3，所镀膜液存储箱18的一侧嵌入设置有贯穿镀膜箱5与喷液管23

相连通的导液管19，喷液管23的下方设置有雾化喷嘴22，导液管19的进水端贯穿镀膜液存

储箱  18并延伸至其内部，且导液管19的中段连接有水泵，第一输送机1与第二输送机4均处

于同一水平高度，且第一输送机1的出料端衔接第二输送机4的进料端，第二输送机4可以接

住第一输送机1输送出的玻璃，同时在第二输送机4的输送下进入镀膜箱5，在输送过程中，

水泵通过导液管19将镀膜液抽出同时注入喷液管23中，再雾化喷嘴22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

玻璃的表面，通过红外加热管21照射30分钟，使得产品中的氟素聚合物/疏水性聚合物等成

分与玻璃表面产生稳定的化学键结，从而形成保护膜，红外加热管21的照射，缩短了时间的

同时提高了键结的稳定性。

[003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首先操作时将待镀膜玻璃放置在第一输送机1的上方，启动

设备，第一输送机1将待镀膜玻璃输送至中段位置处，此时伺服电机71运作带动传动齿轮79

转动，传动齿轮79与从动齿轮78啮合相连，且传动齿轮79与从动齿轮78的齿牙处均涂抹有

润滑油脂，因此从动齿轮78  会随传动齿轮79的转动而旋转，进一步从动齿轮78在旋转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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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带动主动盘77转动，而主动盘77通过皮带76带动从动盘75转动，进而从动盘75  在旋转

的同时通过转杆74带动第一移动轮12在轨道6上移动，从而实现清洗罩8的移动，当清洗罩8

移动至待镀膜玻璃的起始端时，连接酒精管接头  11的外部设备向清洗管9内部输送酒精，

酒精通过喷头均匀的喷射在玻璃表面，可以对其表面的油脂进行有效去除，其次清洗罩8位

于玻璃的正上方时，调速电机145运作，调速电机145运作后带动转轴1411旋转，而斜圆盘

1412 的不规则性使得其在转动过程中左右摇摆，左右摇摆中会带触发第一摆动杆  1413和

第二摆动杆1414，进而带动活动杆146左右快速往复运动，活动杆146 的运动会带动玻璃抛

光片149实现同样运作，玻璃抛光片149贴合于玻璃上方，从而实现表面抛光的效果，在抛光

的同时，电动推杆143通过连接座144  带动筒体148沿滑槽15的前后方向移动，从而实现地

毯式打磨，保证玻璃表面的平整，光滑，为优质镀膜提供前提，抛光后清水通过清水管接头

10输入清洗管9内部，通过喷头均匀的喷射在玻璃表面，保证玻璃表面的洁净，提升镀膜的

品质，进一步清洗干净的玻璃继续通过第一输送机1输送，在输送至干燥箱24时，风机16将

加热管17运作时产生的热量吹向比玻璃表面，可以起到快速干燥的效果，节约了时间，提升

了镀膜效率，最后第二输送机4  可以接住第一输送机1输送出的玻璃，同时在第二输送机4

的输送下进入镀膜箱5，在输送过程中，水泵通过导液管19将镀膜液抽出同时注入喷液管23 

中，再雾化喷嘴22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玻璃的表面，通过红外加热管21照射30分钟，使得产

品中的氟素聚合物/疏水性聚合物等成分与玻璃表面产生稳定的化学键结，从而形成保护

膜，红外加热管21的照射，缩短了时间的同时提高了键结的稳定性。

[0035]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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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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